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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保城11月18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
记者黄青文 通讯员王群）11月15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新增设的肛肠疾病诊疗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不仅填补了县医疗多年来肛肠疾
病方面的诊疗空缺，而且再一次扩大了该医院的
疾病诊疗范围，进一步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

当天上午9时，肛肠诊疗中心揭牌仪式在保
亭县人民医院五楼会议室举行。据悉，保亭县人
民医院肛肠诊疗中心设在门诊部一楼东区，是普
外科下设的一个分科室，配有电脑肛肠检查治疗
系统和智能药物熏洗治疗仪。目前普外科共有医
护人员7名，开放床位34张。

单就医疗方面，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支持
下，这两年保亭县人民医院相继新增设了内二科、
儿科、皮肤科、脑电图等近十个科室，不断完善医
疗专科建设，逐步让保亭县群众实现就近就医。

县医院新增近十个科室
群众逐步实现就近就医

本报万城11月18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
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杨树茂）近日，万宁市出台
《万宁市农村（社区）“两委”“两新”党组织工作
经费及干部补贴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在职
农村（社区）“两委”干部补贴由基本补贴、绩效
补贴和养老保险补贴3部分组成。基本补贴按
担任职务层级及数量不同分5个档次发放，其
中农村干部类最低档为750元/人/月，最高档
（书记兼主任）为1100元/人/月，社区干部类同
档次比农村干部类增加100元。农村、社区干
部每月绩效补贴分别为100元和 150元，统一
养老保险补贴每年600元。

按《办法》规定，“两委”组织运行工作经费依
据村（居）委会人口数，同样分为5个档次发放，其
中3000人以下为最低档，年工作经费3万元；在
最低档的基础上每递增500人，年工作经费增加
5000元，最高档即4501人以上行政村（社区）年
工作经费为5万元。

据介绍，以往工作经费标准是按“两委”人头
数来确定，如某个行政村“两委”干部共7名，按
每人每年4000元计，该村年工作经费即为2.8
万元。然而在现实中，有的村（区）人口多、日
常工作量大，但干部人数又与人口少的村（区）
差不多，因此得到的工作经费相差不大，“小经
费推大工作”显得捉襟见肘。《办法》的新规定
旨在推动解决这一问题，总体标准也比以往有
所提高。

村级“两委”工作经费
及干部待遇提高

本报讯 （记者许春媚 通讯员陈
亮）日前，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
改项目安置房建设工地的会议室里，迎
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流水坡片
区被征收户的村民代表。在这里，他们
全程了解了安置房建设的进度、户型结
构、规划布局和周边配套设施建设的相
关情况，并提出他们对安置房建设的意
见，今后他们还将组成质量监督组，全
程监督安置房建设的施工质量。

“自己的房子，自己来监督，这是美

兰区棚改项目在安置房建设上的一个
创新之举。”美兰区区委常委、流水坡片
区棚改项目现场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杨帆说：“近年来，随着安置房存在质量
问题被媒体不断曝光后，安置房建设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消除流水坡
片区被征收户对安置房质量安全存在
的顾虑，保证安置房的工期和质量，做
好片区被征收户的征收安置工作，我们
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主动邀请村民参
与建设的监督。”

据了解，流水坡片区棚改指挥部今
后将从被征收户中选出村民代表，成立
村民质量监督小组，定期到安置房施工
现场了解施工的质量和进展情况，对工
程质量进行严格监督和有效监督，对安
置房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
把关，对发生的问题及时纠正。

“许多棚改项目，都是先征收再拆
迁再建安置房，但美兰区棚改征收工作
有点不同，我们的工作原则是‘安置先
行’。就是先建安置房，然后再开展征

收工作。”杨帆告诉记者，美兰区流水坡
片区的征收工作于今年10月 10日启
动，但是安置房早就于今年5月开始动
工建设。

在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安置房施
工现场，记者看到，第一期安置房项目
十二栋楼的地下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最
高的两栋，已经建至第十四层。据了
解，流水坡片区棚改安置房项目一共有
三期，拟建成三十三万平方米的安置
房，其中有三十万平方米的住宅和三万

平方米的铺面。
“所有的安置房都是完全产权，业

主可以领到房产证，并且免征部分契
税。我们的安置，还充分考虑了被征收
户的民生诉求。”据杨帆介绍，流水坡片
区棚改项目在安置房小区中配置了两
千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包括一个幼儿
园、文体设施和居委会的办公用房，以
满足居民的教育、文化、体育和办事需
求；预留商业铺面给村集体，为村民以
后的收入来源提供了保障。

海口美兰区棚改项目安置房建设引入创新之举

安置房怎么建？村民来当监督员

本报海口11月 18日讯 （记者周
月光 通讯员符发）海南工商局加大流
通领域商品抽检力度，今年以来共抽检
6大类商品171批次，发现不合格商品
30批次。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提醒广
大消费者：购买商品前，可以在网络上
检索商品抽检结果，避免买到不合格商
品。

省工商局抽检统计表显示：抽检
小家电50批次，不合格9批次;抽检食
具消毒柜21批次，不合格4批次;抽检
家用燃气具20批次，不合格3批次;抽
检电风扇37批次，不合格10批次;抽

检电线电缆23批次，不合格2批次;抽
检涂料20批次，不合格2批次。

抽检发现的问题，主要多数商品性
能达不到有关标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

对于抽检不合格的商品，省工商
局采取5项处理措施：责令对被抽样的
经营者停止销售不合格商品，并告知经
营者，消费者要求退货的，应当负责退
货；全省通报不合格商品型号规格，责
令经营者对问题商品下架退市；对销售
不合格商品的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立案
处理；将抽检结果通报生产企业所在的

质监部门，并在省工商局网站公布。
据了解，今年省工商部门随机抽

检流通领域商品批次数量是往年的10
倍，监管力度前所未有。

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有关负
责人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尽
可能购买大企业大品牌的商品，不要
贪图便宜，此外，购买商品前或购买商
品后，要充分利用网络，检索相关品牌
的商品网络信息，根据有关规定，现在
执法部门抽检商品结果都在网上公
布，一旦发现购买了不合格商品，可以
要求经营者进行退货甚至索赔。

抽检171批 30批不合格
省工商局提醒：消费者购买商品前可先网络检索抽检结果

本报洋浦11月18日电（记者梁振
君 通讯员杨靖 高峰）近日，洋浦食品药
品稽查支队在三都镇进行日常巡查时，
发现一家烟酒行后院隐藏着一家无证照
生产加工烤饼的作坊，执法人员当场查
扣该作坊违法生产油饼成品191.2斤。

经调查，该作坊仅有《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不能提供食品生产许可的
相关证照。作坊中约 50平方米的厂
房，无任何封闭隔离，无防火、防鼠、
防虫防蝇等措施，陈旧不堪的面粉搅

拌机仍在运转，旁边的油桶内装着黑
而发亮的食用油，烤箱内一层厚厚的
焦糊层，生产工具和原料均杂乱摆
放。在厂房内还有已打包好的、无任
何标识的油饼成品96斤，另有标签标
示不符合要求的油饼成品95.2 斤，其
中部分成品生产日期属提前打印。

执法人员当即对该窝点进行查
处，扣押现场发现的油饼并封存所有
生产设备和工具。该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无证生产烤饼 生产日期提前印
洋浦食药监部门端掉一非法加工点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杨靖
罗成武 杨晓珍）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
抱由镇食药监执法人员依法取缔一家
涉嫌违法生产经营绿豆饼的“黑作坊”，
查扣成品和原料价值5504元；查封一家
存放不合格冻品的冻库，查扣冷冻鸡
翅、鸡爪共900斤，价值8550元。

11月10日上午，抱由食药监所执
法人员在山荣农场宿舍区例行巡查时，
发现一家违法经营绿豆饼的“黑作
坊”。经调查，该作坊没有食品生产许
可证，同时存在环境卫生“脏、乱、差”，
没有达到“三防”（防鼠、防蝇、防尘）的

要求；食品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没有
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帽、手套；采购食品
原料没有索证索票和建立台账登记等
方面的问题。执法人员决定对涉案产
品依法查封扣押，并取缔该作坊。

11月10日下午，乐东县抱由食药
监所执法人员依法对乐东县乐城集贸
市场内的一家冷库进行例行检查，发现
27箱没有中文标签的进口冷冻鸡翅、鸡
爪，产品出产地为巴西，同时未取得海
关的通关证明和检验检疫证明。

目前，这两宗案件均在进一步处理
中。

无证造绿豆饼 冻品无中文标签
乐东查处两家违法商户

本报五指山11月18日电（记者易
建阳 通讯员余军军）11月11日，五指
山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食药监局
和工商局联合向媒体通报了该市开展
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
治情况。自9月1日以来，截止到11月
10日，五指山市共出动执法人员376人
次、执法车87辆次，共检查食品生产单
位213户次、食品经营户736户次，查获

过期大米共计2675公斤、无合法标签冻
肉61公斤、销毁违法食品21件，有力地
打击农村食品市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近3个月来，执法人员集中力量开
展了桶装水、冻肉、米粉、食用油等9个
专项整治工作，打击了各类食品违法犯
罪行为。连夜突击检查米粉店3家次，
抽检样品4件；检查学校食堂34家，下
达整改意见书33份。

五指山开展为期3个月的农村食品专项整治

2600多公斤大米过期
60多公斤冻肉有问题

美舍河带状公园处臭气熏天 周边居民盼治理
11月18日，有海口市民反映，海口市英才小学附近的美舍河带状公园处，该河段河面因长期积累漂浮淤泥，如今臭气熏天，

已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能治理好河水发臭的“老问题”，还市民一个健康休闲的好环境。图为英才小
学附近的美舍河带状公园处漂浮着大量发黑的淤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本报金江11月18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宋祥达 潘彤彤）记者今天从澄迈
县食安办、县工商局联合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该县自今年9月份以来，为
期三个月的农村食品市场“四打击四规
范”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查处食品违
法案件18起，罚没款16万余元。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澄迈集中力
量对农村小作坊、小餐饮、食杂店、小
超市、乡镇集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了无证无

照，销售、使用无合法来源食品和原料
违法行为，生产经营侵权仿冒和“五无

“食品、生产经营”两超一非“等劣质食
品行为。

截至目前，澄迈全县共出动执法人
员5404人次，检查食品生产单位695户
次，食品经营户4226户次，检查批发市
场、集贸市场等169个次，餐饮服务单位
1619户次，抽检样品432批次，查处食
品违法案件18起，移交司法机关1起，
罚没款16万余元。

澄迈整治农村食品市场成效显著

查处18起食品违法案件

本报八所11月 18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符才丽 特约记者高智）东方
市日前开展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
动，目前已立案查处违法行为30宗。这
是记者从东方市今天上午召开的农村食
品市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今年9月起，东方开展农村食品市
场“四打击四规范”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目前，东方市食药监部门和工商部门共
立案查处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行为30宗，
送检食品3个样品，3个批次。

其中，食药监部门查处无证生产

食品类案件2宗，送检2个批次，端掉
一个月产千斤假冒腐竹的黑窝点和一
个松香拔鸭毛黑窝点；查处销售、使用
假劣及无合法来源的“五无”食品和

“两超一非”食品案件25宗，包括查处
无法提供进口通关相关手续的境外冷
冻肉和进口酒类及食品添加剂等多个
领域食品，查扣假劣食品 1100 余公
斤，货值7万余元。

工商部门查处农村食品商侵权案
件 3宗，罚款 8000 元，没收侵权商品
1500 公斤（其中饮料 485 箱，白酒 69
瓶）。

东方农村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开展

立案查处违法行为30宗

食品安全整治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 （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贺澜起）为提高公众对保
健食品辨假识假能力，保障公众保健食
品消费安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
日发布保健食品消费谨防五大非法宣
传“陷阱”警示。

“药到病除”不可信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声称治疗
功效。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往往夸
大产品功效，含有绝对化用语和不实承
诺，声称可以治疗某种疾病如“根治”、

“药到病除”等用语，或者以“无效退
款”、“无毒副作用”等承诺，严重欺骗、
诱导消费者。

例如济南基业海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证件持有人）的保健食品“海通牌
奥复康片”，其批准的保健功能为“免疫
调节”，广告宣传“美国奥康复，天天见
奇效，前列腺肥大完全好了”等。

“健康讲座”为促销

省食药监提醒，一些不法商家利用
“访谈、讲座、采访、座谈会”等形式为幌
子，邀请一些假冒专家、教授和老中医
在现场进行“养生”讲座，顺便兜售保健
食品。不少老年人因为盲目信任这些
所谓专家或名人的介绍，从而选购了大
量假冒保健食品。

“免费活动”为洗脑

一些不法商家通过利用“赠药”、
“免费试用”、“发放小礼品”、“抽奖”等
方式，吸引老年人参加其组织的促销活
动。促销现场往往气氛热烈，夸大产品
功效，甚至声称根治百病。有些活动时
还会请一些所谓的患者现身说法，雇人
制造争先恐后购买产品的假象，给老年
人造成不买就没有了、不买就吃亏的心
理暗示，不知不觉中被“洗脑”，从而购

买产品。

“权威证明”属虚构

一些非法保健食品广告利用国家
机关及事业单位、医疗机构、学术机构、
行业组织的名义和形象，为产品的功效
作说明，以增强产品的权威性和说服
力。还有一些广告含有无法证实的所
谓“科学或研究发现”、“实验或数据证
明”等方面内容。

“专家义诊”是骗局

一些不法商家雇佣所谓的专家、教
授为老年人开展免费专家体检或义诊，
不少老年人受免费吸引从而进行体检
或咨询。体检后，“专家”“教授”往往会
告知老年人身体存在多种问题，需要及
时购买产品治疗，不少老年人因此被诱
骗购买了一堆无用处且不知真假的保
健食品。

省食药监发布消费警示

保健食品五大“陷阱”当心被坑

本报海口 11月 18 日讯 （记者孙慧 通讯
员孔莉红）记者近日从海口公交部门获悉，为进
一步倡导绿色出行的环保理念，并向市民提供
更多快速便捷的惠民服务，海口公交卡已于11
月 8日开通了网上购买功能，市民下单后海口
市区24小时内就能送达，从此市民足不出户，
即可享受送卡上门的服务。

据介绍，市民通过登录网上商城 http：//
www.yimai.com，即可下单直接购买到海口公
交卡，共有 30元、50元、100 元三种面值可供
选择，该卡除无卡费免押金之外，还提供市区
24小时、郊区48时的送达服务。11月30日前
购买还能享受到海口全市包邮服务和一定的
折扣。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随着今年海口公交
都市创建启动，公交信息系统进一步完善，海
口公交出行越来越方便，海口公交系统发卡量
已达 13万张，刷卡乘车的市民越来越多。目
前，公交卡的售卡充值代理网点已经达到了
150多家，为了更方便市民购卡，尤其是外地游
客和习惯于互联网消费的青少年人群，特地新
增加了网购公交卡的方式。今后还将紧密结
合市民需求，加强互联网产品及渠道的建设，
推出更多便民惠民的服务，进一步推动智能公
交都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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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卡可网购
月底前买能包邮
市区下单24小时可送达

海口

本报海口11月18日讯（记者洪宝光 李关
平 通讯员陈炜森）我省自今年8月25日开展集
中整治“私彩”专项行动以来，重拳打击整治我
省“私彩”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截至11月14日，全省公安机关共查处“私
彩”赌博治安案件1128起，抓获涉赌人员1287
人（其中行政拘留212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89
人、罚款 898 人、警告教育 81 人、其他处理 6
人），查缴涉赌资金人民币 14万余元以及“私
彩”票据、票卡等赌具一批。

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公安机关围绕打击整
治重点，适时开展集中行动，全面清查“私彩”赌
博窝点。昌江县公安局于8月29日集中警力在
全县范围内开展打击行动，共打掉销售“私彩”
摊点19个，抓获违法人员19人，查缴赌资人民
币3403元。澄迈县公安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
极联系工商、文体及各乡镇综治办等部门，联合
推动打击“私彩”专项工作。定安县公安局采取

“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对辖区进行拉网
式滚动清查。文昌市局明确以文城、锦山、铺
前、会文、东郊等镇作为“私彩”重点地区进行打
击整治。

我省打击私彩专项行动见成效

1287人涉赌人员被抓获

小家电
广东我行电器公司2014年7月10日生产的富士康牌电饭煲
中山市士林电器公司2014年1月17日生产的新飞牌快速电热水壶
中山市家宝电器有限公司2014年7月15日生产的半球牌电磁炉

食具
消毒柜

中山市南头镇旺福电器制造厂生产ZTP-210型号食具消毒柜
中山市华硕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ZTD-100L型号嵌入式消毒柜

家用
燃气具

中山市佐驰电器公司2013年8月22日生产的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
中山市东风镇中热电器厂2014年2月29日生产的JSD-12KW型号的家用快速热水器等

佛山市南海泽帆电器公司2014年5月14日生产的钻石牌台扇
佛山市南海区松岗华兴电器公司2014年3月5日生产的钻石牌壁扇电风扇

电线
电缆

深圳市顺龙发电线公司2014年3月生产的BVVR450/750V型号的电缆
海南中坚电缆公司2013年10月15日生产的60227IEC01（BV）型号的电缆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亚太化工公司2014年3月19日生产的环保净白超易洗墙面漆
惠州市贝能涂料公司2014年5月6日生产的白色24KG的纯洁家园高级墙面漆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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